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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,是重要的民生产业,也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。基于新时代背景下,我
国发展重心倾向于高附加值产业,这就对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小影响。而在农业土地管理工作中应用现代
测绘技术,能够全面了解与掌握农业用地情况,这对提高农业技术和科研水平,以及推进国家稳定发展有
着深远意义。本文以农业土地管理为视角,重点研究了现代测绘技术的实践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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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森林防灭火工作中,无人机得到广泛应用,但国内森林无人机技术研究发展速度相对迟缓,无人
机低空监测系统灵活,运行成本较低,且设备维护简单,操作方便,故而在森林防灭火中,无人机扮演着十
分重要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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